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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英华 李若凡

就粮食储存而言，如果说中储粮是“国
家队”，那么遍布于省、市、县三级的各地粮
库可以称为“地方军”。严格意义上，粮
食库存主要包括政府储备、政策
性粮食和企业周转库存。其
中，政府储备包括中央储
备粮、地方储备粮和成
品粮油储备。中央储
备粮是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压舱石”，地
方储备粮则是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第一
道防线”。

4 月 11 日，记者来
到河南郑州兴隆国家粮
食储备库（以下简称“兴隆
粮库”），探访“第一道防线”的
情况。该粮库隶属于郑州市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是我省仓储智能化建设首家试
点单位。

“以前管一个粮仓需要好几个人，现在
甚至不用进入仓库，拿着手机，一个人就能
够管好几个。”兴隆粮库智能化办公室工作
人员裴颖璘说。他熟练地点开手机上的“智
能化粮库综合管理系统”APP，3D显示让整
个库区所有粮仓一目了然。选择一个粮仓
点进去，粮食等级、数量、品种、入库时间以
及温度、湿度等数据清晰排列。如果发生异
动，系统会自动发出预警，并通过短信通知
粮仓保管员。

科学储粮大大减轻了对人工的依赖，实
现了智慧存储。“举个例子，昨天下了雨，空

气湿度高，粮库里的智能通风系统进行大数
据分析后，开始发挥作用，自动关闭早上打
开的窗户，根本不需要人工操作。”裴颖璘
说。

智慧存储还能保证人们吃到绿色健康
的粮食。过去储存粮食多用磷化铝

熏蒸杀虫，熏蒸后粮食有化学
药剂残留。智能氮气气调系
统通过把氮气浓度提高到
98%以上，降低粮仓中的
氧气浓度，从而有效杀死
害虫，达到绿色储粮的
目的。

“据统计，智慧存储
的粮食，损耗率特别低，4

年只有 0.5%左右，而普通
农户存储的粮食一年损耗

率就高达 18%左右。”兴隆粮
库科学储粮小组组长周晓军说，

“科学储粮能大大降低粮食损耗，从某
种意义上说，减少损耗就是增产，这也算是
我们河南粮食人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作出的贡献吧。”

损耗减少了，粮食的口感和营养有变
化吗？粮油质量检验员、高级检验师司雪
梅特意给记者做了个蒸煮实验，这是国家
对储藏小麦进行品质判定的重要检验项目
之一。掀开锅盖，热乎乎的 4个大馒头散发
出一阵麦香。它们分别是用存储了 3年、2
年、1年的小麦磨粉制成的馒头。“你看，这
个馒头用的面粉是 2017 年储藏的小麦制
成的。”她仔细观察并评价道，“呈淡黄色，
表皮光滑，手压能迅速恢复原形，弹性较
好。”（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4 月 8日，
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牡丹花争奇
斗艳，市民无接触购票、测体温、出示

“洛康码”进园，井然有序，口罩遮不住
满脸的幸福。

在洛阳地铁、谷水综合交通枢纽、
洛宁抽水蓄能电站等重点项目施工现
场，机器隆隆作响，“戴着口罩搞建设”
热火朝天。

很少有哪个春天，让我们如此期
待。

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洛阳
市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外控源头
防输入、内断传播防蔓延”，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全力开展患者救治；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在
大战中践行了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
出了合格答卷。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43.3万名党员
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5万多名医
务工作者全部进入战时状态，每天有
8500名社区工作者、近3000名公安民
警坚守岗位、24小时值守……坚强的
人民防线，成为古都最美风景线。

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全面推进
复工复产，洛阳积极落实新要求新部
署。

3月 27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加快
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千
年古都迎来新机遇、迈上新征程。

不负重托敢担当、实干争先勇作

为。今日，本报特推出《“亮剑”——中
原战“疫”地方巡礼洛阳篇》，充分展示
洛阳全市上下积极响应号召，众志成
城、共克时艰，坚决夺取“双胜利”的精
神风貌，加快建设副中心、致力打造增
长极，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的洛阳绚丽篇章。③5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齐长海 胡恩来

4月 11日傍晚时分，夕阳洒满郸
城县白马镇仵庄村卫生室的小院。
在医生办公室里，村医于学军正通过
全县居民健康信息化平台，把一天来
对本村疫情排查监测的结果传送到
网上，经镇卫生院审核提交，不到 5
分钟，县第一医共体总医院就收到了
这个村的最新信息。

郸城县有 2187 名乡村医生，是

紧密型医共体的“末梢神经”，被称为
群众健康的第一“守门人”。他们签
约服务于本村的村民，是上级了解基
层疫情信息的“千里眼”。

今年春节，郸城县有 40多万人
返乡过年，疫情防控压力巨大。但依
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郸城县疫情防
控对象定位精准迅速，隔离救治跟进
得力，资源调配及时，疫情“大考”面
前应对从容。全县 6例确诊患者均
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救治，3个疫情
点均被牢牢锁定在“圆心”，没有一处

形成传播扩散。
郸城县地处豫皖交界处，是拥

有 134万人口的劳务输出大县。作
为全国首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试点县，郸城县建立了“县级公立医
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
生室为基础”的县人民医院、县中医
院、县第二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院
4 家紧密型医共体。每个医共体内
部，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融为一家，
一个账户、一个管理体系。（下转第
四版）

郸城“医共体”从容应对疫情

牡丹花开映初心

万众一心 加油干

河南三门峡，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
的建设而诞生的城市，速达纯电动轿车
的崛起，将再次为之增光添彩。三门峡
见证了速达纯电动轿车从无到有，一路
走来的艰辛与汗水，而速达纯电动轿车
也实现了三门峡，乃至河南几十年来
追求的自主纯电动轿车的诞生。

您热爱三门峡吗？您热爱河南这
片勤劳的土地吗？愿意在河南人自己
的造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吗？
现 在 速 达 纯 电 动 轿 车 需 要 你 们 ！

为了更好地让消费者了解速达纯电

动轿车的品牌观念和卓越性能，满足速
达纯电动轿车日益增长的销售需求，即
日起河南速达电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将在全省范围内征集速达纯电动轿车
Slogan（宣传语）！只要你的创意足够
新颖，就有机会获奖！发挥您的创意，
为速达纯电动轿车拟订一个高端大气、
形象生动的 Slogan 吧。即日起至
2020年5月31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
南速达电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点击

“征集令”，在后方留言，或直接在微信
公众号主页留言板留言即可投稿，也可

以 直 接 将 您 的 创 意 发 送 至 邮 箱
838192087@qq.com。 投 稿 格 式 为

“Slogan（宣传语）+姓名+联系电话+
单位+通信地址”。

征集活动设一等奖 1 名，奖速达
SD01两厢纯电动轿车一台。二等奖2
名，各奖SD01两厢纯电动轿车一台一
年使用权。三等奖 30名，各奖速达网
约车乘车券1000元，可自由使用。此
次征集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河南速达电
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详情咨询
电话：18003985992（微信同号）。

千元打车券等你来拿 最高奖励速达纯电动轿车一辆

□成安林 贺翠霞

“对没有劳动能力的特殊贫困人
口要强化社会保障兜底，实现应保尽
保。”习近平总书记 3月 6日在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
脱贫攻坚战场的焦作党员干部提出了
要求、指明了方向。

春暖花开，幸福相见。焦作市特
殊贫困家庭迎来了可喜变化：依托完
善的医疗卫生体系和丰富的康养资
源，在深化“两定制兜底线”健康扶贫
模式基础上，探索出集中医养和贫困
兜底线保障工作新模式，实现了“医养
一个人、幸福一家人、解放一群人”。

啃下“硬骨头”的关键一招

4月 7日，贫困户赵春才坐在武陟
县大虹桥医养中心大院内享受着午后
暖阳。

“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有人照
顾……感谢党的好政策。”贫困户赵春
才用含混不清的语言表达对眼下生活

的满足。
51 岁的赵春才是武陟县大封镇

驾部村人，因脑出血导致身体瘫痪。
一年前，他被托养到医养中心，妻子能
就近打工，全家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在焦作，像赵春才家一样的特别贫
困人口还有不少。这些无业可扶、无业
可就、无力脱贫的扶贫对象多是难啃的

“硬骨头”，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将建档立卡失智失能重度残疾

人贫困重病人员集中医养，是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关键所在。全市要加快形成推进集中
医养开展的工作合力。”焦作市委主要
负责人说。

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
变。焦作推动集中医养和贫困兜底线

保障工作迅速铺开、扎实开展，确保高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按照“政府主导、城乡一体、试点
带动、全面推进”的原则，推进医养中
心建设，助力脱贫攻坚，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失智失能重残重病人员实行集中
医养。

全省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市
贫困兜底线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从
贫困兜底线保障对象精准认定等方面
提出了要求，建立健全了“党委和政府
领导、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广泛参与”
的工作机制。

扶贫、财政、人社、卫健等 9个市
直单位立足部门职责，分别制定了相
应的配套政策和措施，形成了“1+9”
贫困兜底线保障政策体系。

与中国人财保险焦作分公司合
作，为贫困兜底线保障对象购买扶贫
救助保险。县（市）区财政按照每人
212 元标准，资助贫困兜底线对象全
员参保。凡是 2019年人均纯收入低
于4828元的贫困兜底线保障对象，保
险公司进行补差。

各县（市）区加快打造集生活、医
疗、康复于一体的标准化医养中心，积
极构建“托养一个人、幸福一家人、解
放一群人”的医养格局。

截至目前，焦作市规划建设医养
中心45家，实现入住建档立卡失智失
能重度残疾人473人。

握住康养产业的“金钥匙”

时下，焦作医养中心建设推进了

医养的深度融合，拓展了医疗服务范
围，实现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区、
家庭养老的无缝对接。

按照“居家养老为主、城区日间照
料为依托、专业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原
则，建立健全医养结合的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全市三级、二级医院牵头组
建15个医联体，与开展医养结合的88
家养老机构、181 家居家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867 家农村幸福院进
行签约服务，实现了资源共享。

推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组建
1505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以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支撑，以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核心，实行分片
包户，为老年人提供主动、连续地上门
服务。

依托医疗机构数字化便民服务设
施，在焦作市人民医院和沁阳市人民
医院开展护士服务到家手机 App 试
点，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咨询、预约转诊
上门服务等，推进医疗健康服务进康
养机构、进家庭，助力机构养老和居家
养老，实现了医养发展的深度融合。

前不久，武陟县积极开展的“亲情
赡养、邻里联养、慈善供养、包帮助养”
等活动，构建了集中医养、慈善幸福院、
亲养邻养帮养三个层次的医养体系，实
现了多渠道、多层次开展医养助养。

据介绍，该市正以医养体系建设
为发力点，着力推动医养融合化发展、
养老机构多元化发展、健康养老基地
品质化发展，为打造“世界太极城·中
原养生地”注入了新元素。

焦作摸索的可推广、可复制、可
持续的经验模式，如同一把“金钥
匙”，打开了越来越多贫困群众脱贫
奔小康的大门，见证了温暖困难群众
的民生温度，迎来了康养产业发展的
春天。

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
——探析焦作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之路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通讯员
刘军旗）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如何在确保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前提
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乡市紧
紧抓住项目建设这个关键，早抓项
目、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努力书写疫
情大考沉甸甸的答卷。

4月 12日，记者从新乡市政府获
悉，该市与世界500强企业深圳正威
集团合作建设、总投资200亿元的动
力锂电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目前已
经完成各项考察谈判工作，将于近日
正式签约。这是该市着力推进项目
建设的一个最新成果。

只有按下项目建设“快进键”，才
能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在去年
取得亿元及以上项目投资增速全省
第一的基础上，今年新乡市提出“保
持战时状态、发扬战时作风，大步快

跑，加班加点、只争朝夕，全力把疫情
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加速推进项目
建设。2月 23日，新乡在全省率先启
动今年第一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57个重大项目总投资456亿元。

在持续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该
市充分发挥项目的投资拉动作用，加
快项目开工复工。从黄河之滨到太行
山区，全市上下形成了“比赶争超”大
抓项目建设的浓厚氛围。去年 10月
以来，新乡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
带队赴深圳与正威集团洽谈合作，项
目进展十分顺利。延津鲁花食品产业
园也是通过市委书记、市长招商引进
的，本来谈的是一个项目，新乡的诚意
打动了客商，结果引来了“双胞胎”，面
粉和花生油两个共计投资 20亿元的
项目落地。疫情防控期间，该市还充
分利用网络、视频实施线上“不见面”

招商。据该市商务部门统计，近两个
月来，该市“不见面”签约重大项目49
个，投资总额491.2亿元。

谋划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大
项目。该市抢抓“新基建”机遇，加快推
进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创新与
产业应用，成立了市智慧城市建设领
导小组，利用黄河科技集团网信产业
有限公司平台，聚合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等优势资源，
大力发展鲲鹏生态，助推智慧城市建
设，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培育新的
业态和经济增长点。同时，抢抓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
机遇，积极引进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创新资源，建设国家园艺种质
资源库，打造中部植物园以及郑州大
都市区的“果园、菜园、花园和牧场”。

（下转第四版）

新乡 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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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伟

春光最美的四月，走出疫情

阴霾的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没

有健康这个“1”，后面再多的“0”

都没有意义。把疫情造成的损

失夺回来，我们必须驶向健康服务“新蓝海”。

卫生健康领域，孕育着高质量发展的重大

机遇。人民的健康素质，体现着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只有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发展才

有支撑、有后劲，社会才能更和谐、更有序。突

如其来的这场疫情，极大提升全民健康认知，催

生健康养生、康养设备、在线医疗等方面巨大需

求。按照《“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目

标，2030 年我国健康服务业的总规模将达到 16

万亿元，覆盖面广、产业链长、拉动力强，与此同

时，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个性化的健康需

求日益增长，无疑是未来发展的“新蓝海”“强引

擎”。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我省是

人口大省，在医药、卫材、医疗服务、养老、保健等

方面具有较好发展基础，更蕴含着惠民生、促发展

的巨大“健康红利”。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敏感性、

超常的行动力，下好大健康时代的“先手棋”，用更

多的健康服务和产品供给，构筑健康中原，把人民

健康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2

驶
向
健
康
服
务
﹃
新
蓝
海
﹄

02│要闻

河南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加速推进

我省多地初三年级今日返校复学

03│要闻

郑州兴隆国家粮食储备库是我省仓储智能化建设首家试点单位，拥有一系列现代化储粮设备。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粮食储备库智能氮气气调系统可以有效杀死害
虫，达到绿色储粮目的。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44月月1212日日，，小朋友在郑州市足球公园踢球锻小朋友在郑州市足球公园踢球锻
炼炼。。⑨⑨33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聂冬晗聂冬晗 摄摄


